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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多一分付出，
群众就多一分平安”

杜家毫调度全省抗击冰雪工作

12月30日，长沙市湘江北路一小区，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屋外赏雪景。当天，一场瑞雪降临长沙，把星城妆扮得分外美丽。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无惧风雪 勇毅前行
4-5版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戴帅汝 王向) 在强冷空气影响下，湖
南遭遇强盛降雪。气象预报称，明年1月2日
前省内仍维持低温雨雪冰冻天气，2日晚至3
日北部转好，其他地区有弱降雨。气温偏低，
最低气温零下4摄氏度左右，风力加大。

昨天到今天， 湖南大部被雨雪笼罩，气
温低迷。长沙市普降暴雪，29日20时至30日

17时，降雪量11至19毫米；城区积雪深度13
厘米，最深积雪出现在望城，15厘米。长沙市
气象局专家介绍， 此次降雪是长沙市2008
年来最强的一次，与2008年相比，此次主要
是降雪，冻雨不明显，目前冰冻范围不大，主
要在山区。

监测显示，昨天8时至今天8时，全省大
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湘西及中北部达大雪

量级有32个县市， 达暴雪量级有20个县市，
全省有72个县市出现积雪，湘中及以南34个
县市出现冰冻。全省共发布预警信号暴雪98
县次、道路结冰208县次、大风7县次。

气象专家提醒， 近期请注意防御道路
结冰对交通运输和出行的不利影响；电力、
通信等相关部门需做好电线积冰应对工
作， 同时低温天气时段电力、 燃气负荷增
大、水管冻裂风险加大，需加强用电、用气、
供水安全防范措施； 防范低温雨雪冰冻天
气可能对农业、林业等造成的不利影响；防
范大风可能对江河湖面航运等造成的不利
影响。

湖南遭遇强盛降雪
明年1月2日前省内维持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怀立
戴鹏 ）12月30日，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对该厂最后一座运行中的基夫赛特
炉进行拉闸、断电。随着炉窑内最后一滴
铅锌液被抽干，株洲清水塘老工业区261
家企业实现全面关停退出。这是省“一号
重点工程”———湘江保护与治理取得的标
志性成果。

清水塘老工业区是国家“一五”“二五”
期间重点建设的工业基地，历经60多年发
展，形成了以冶炼、化工为主的产业格局。

因长期沿袭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
粗放式发展模式， 清水塘老工业区给城市
带来了严重污染， 成为2003年、2004年株
洲市连续两年被列入“全国十大空气污染
城市”的主要原因，并且严重威胁湘江中下
游地区1000万居民的饮水安全。

2013年，清水塘老工业区被列为省“一
号重点工程”———湘江保护与治理五大重点
区域之一，随后又被列为全国21个城区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全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
理试点区域之一。 荩荩（下转3版①）

省“一号重点工程”取得标志性成果

株洲清水塘
老工业区企业全面关停退出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马宁）12月29日，随着醴陵压气站投
产进气和2台6.6兆瓦国产电驱压缩机组运
行，湖南省第一座压气站“西二线樟树-湘
潭支干线增输工程”投产成功，将有效提高
区域互补及应急调峰能力。

醴陵压气站位于醴陵市国瓷街道横店
村， 是湖南省内第一座压气站。2018年2
月， 国家发改委将醴陵压气站纳入国家
2018年天然气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并要求2018年12月31日前投产。

荩荩（下转3版②）

输湘天然气年增15.6亿立方
我省首座压气站醴陵投产，大幅提升输送能力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在强冷空气影响下，从12月29日起，全省
大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其中湘西、湘中北部
达大雪量级有32个县市， 达暴雪量级有20个
县市， 预计我省雨雪天气还将维持。 今天上
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赶赴省公安厅指挥情报
中心，重点了解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情况；随后
召开全省市州委书记（市州长）视频会议，检
查各级领导应急值守情况， 调度全省抗击冰
雪工作。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参加上述
活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参加在省
公安厅的调度。

在省公安厅指挥情报中心， 杜家毫调取
察看省内特别是湘西湘北多条高速公路重点
路段的实时监控画面， 听取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情况汇报， 了解全省道路交通安全情况。
“我们多一分付出，群众就多一分平安。”看到
许多交警、 路政等工作人员冒着严寒暴雪在
高速公路上疏导交通、融雪除冰，杜家毫通过
视频系统向奋战在抗击冰雪一线的全省广大
群众、干部职工和公安干警表示慰问和感谢，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发扬不畏艰险、无私

奉献的精神，奋力夺取抗冰救灾的全面胜利。
杜家毫就应对当前雨雪冰冻天气提出5

点工作要求。
一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克服麻痹大意，

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掌握各类情况，积极
主动应对处置， 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摆在首要位置。

二要全力做好道路交通指挥、 调度、执
勤、 疏导等各项工作。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举
措，应急之时就要有应对之策。要投入更多人
力、物力，加强值班值守、巡查巡逻，做好应急
处置，确保出行安全。

三要及时做好防雪防滑、融雪除冰工作。
特别是对事故多发、易发路段要认真排查，及
时组织力量和设施设备清扫积雪、疏通道路。
电力、通信、供水、供油、供气等部门要加强对
相关设施的安全检查和融雪除冰， 确保不出
现大面积供水、供电、供油、供气和通信中断，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四要主动加强与湖北、江西、广西、贵州、
重庆等周边省区市的沟通联系， 及时了解各
省际通道车辆通行或滞留情况， 做到信息互
通共享，做好车辆分流等预案，协同指挥、共

同应对。
五要认真做好滞留旅客和司乘人员服务

保障工作。 对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
出入口等重点地区， 要及时开放周边相关办
公用房等设施， 为滞留旅客和司乘人员提供
避寒取暖场所，并做好就餐、饮水、医疗等保
障工作。

回到省委， 杜家毫立即主持召开全省市
州委书记（市州长）视频会议，检查各级领导
干部应急值守情况， 部署抗击冰雪和岁末年
初有关工作。他说，正值元旦佳节，罕见的暴
雪天气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
一定影响。 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
志，要自觉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
政治责任。 要高度重视节假日特别是雨雪冰
冻天气期间应急值守工作， 带头严格执行节
日期间值班制度，坚决杜绝擅离职守、顶岗值
班的现象。要健全应急处置协调联动机制，对
自己管辖范围内或负责的工作中可能突发的
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确保信息
畅通、反映迅速、措施有力，妥善应对和处置
各类紧急突发情况， 用我们的辛苦付出换来
广大人民群众的平安幸福。

赏雪

晨风

28日晚，室外寒风凛冽，气温骤降，但长沙
市音乐厅内音符舞动、旋律飞扬，一场精彩纷呈
的新年音乐会，给隆冬的长沙带来一丝暖意。

这是一场音乐艺术的盛宴， 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乐团原团长于海、 国家一级指挥肖鸣
与长沙交响乐团的艺术家配合默契； 这是一
场群星璀璨的演出， 著名琵琶演奏艺术家吴
玉霞，歌唱家黄华丽、王凯等联袂登台 ，著名
小提琴演奏家潘寅林， 不顾高龄特地从澳大
利亚赶来；这是一场音乐大秀：来自长沙市直
机关合唱团、中学的合唱团、管乐队 ，与音乐
大师的精湛表演交相辉映。

这是长沙一年一度的迎新音乐会， 也是长
沙交响乐团挂牌后的首次登台亮相。作为省会，
长沙由此有了一支以自己城市命名的交响乐团。

音乐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而交响乐堪称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有交
响乐团，而且都是以城市命名 。比如伦敦 、柏
林、维也纳、芝加哥、纽约、旧金山等世界知名
城市，都拥有一支世界级的交响乐团。

一支这样的交响乐团， 能够为城市带来
远超音乐之外的影响力、感染力。有的城市虽
然规模不大，经济体量也非拔类超群，但凭着

一支历史悠久的交响乐团闻名遐迩， 让生活
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引以为豪， 正如维也纳
爱乐乐团以及 “金色大厅 ”，让越来越多的人
认识、神往维也纳、奥地利。

作为一座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一座不
断发展进步的城市，长沙除了要有华丽的高楼大
厦、先进的产业项目，也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文
化名片、艺术名片。长沙这块土地上，已经有了湖
南广电这张响亮的文化名片，人们也期待长沙交
响乐团能成为这座城市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党的十九大指出，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人民对艺术、对文化更高的需求，当属这一主
要矛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是实现文化的复
兴。我们不但要建设发达的物质文明，也要建设
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但要推进经济建设，也要推
进文化建设。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各级领导干部应当要有文化建设的自觉。
湘楚大地 ，人杰地灵 ；音乐领域 ，人才辈

出。新任美国巴德音乐学院院长的谭盾，就是
其中的杰出代表； 歌唱家李谷一在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会上，荣获“改革先锋”称号。长
沙不仅要成为科技、经济 、产业的高地 ，也应
该成为艺术人才汇聚的高地。 这是我们作为
湖南人、长沙人心里难以割舍的期待。

现在长沙的文化氛围、 艺术气息日渐浓厚。
比如，李自健办了美术馆，谢子龙建了影像馆，朱
训德、雷宜锌的工作室也很出名，很多高校都成
立了自己的艺术团体。又如，长沙这几年的文化
馆舍建设有了质的飞跃，无论是“两馆一厅”，还
是梅溪湖文化艺术中心等，成了城市的标志性建
筑。但有了标志性建筑之后能拿出怎样的文化内
容来，这才是我们推进文化建设的重点。打造长
沙的文化软名片，其时已至、势在必行。

应该说， 近年来我们对文化建设是越来越
重视了， 但这里面也有一个如何贯彻新发展理

念的问题。一些地方往往重视硬件建设，对建音
乐厅、展览馆、博物馆等基础设施比较积极，但
音乐厅有什么人去演出、 展览馆博物馆里面有
什么传世展藏却有些不来神。 往往场馆建起来
了，里面却空空荡荡，造成“里子”和“面子”脱节。
一些城市决策者在场馆建设上舍得花钱， 但在
人才培养、艺术团体建设上却斤斤计较，有的以
“改革”之名，片面要求艺术院团自收自支、自己
找米下锅，使得原来一些好的地方剧种、群众喜
爱的艺术团体、优秀人才难以为继。

毋庸讳言，在文化建设和创新发展上，我
们曾经走过弯路。 这里既有思想认识上的欠
缺，也有财力短缺的制约 。但是今天 ，当我们
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到了该拿出更
多的精力、物力、财力投入到文化艺术事业的
时候了。长沙交响乐团的挂牌 、亮相 ，说明长
沙市已经意识到了， 也是长沙体现省会担当
的又一举措，我们应当为他们点赞。

稍微上年纪的人， 大都有这样的经历：上

世纪60、70年代，尽管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经济
不发达，但艺术团体、文化演出队在群众心目
中享有很高的美誉度，他们的一场演出，能给
百姓带来像过年过节一般的热闹、喜庆。现在，
身处信息化时代，接触、欣赏音乐、艺术的机会
和渠道不可同日而语，但网络、手机上的视听
效果，毕竟不能代替直接的现场感受。就像更
多的人不愿意在家里看碟，希望去电影院看电
影；不愿意端坐在电视机前看球，希望去足球
场观赛一样。我们应该大力扶持交响乐、戏剧、
歌舞等艺术团体，让艺术家们更多地走入人民
中间，更好地一展芳华、服务人民。

音乐无国界，艺术交流无障碍。对外交往
中，音乐、艺术更是重要的桥梁、纽带。我们在
与国外友城交往过程中， 除了加强经贸合作
之外，许多友好城市更多提出的是加强文化、
教育、旅游等方面的人文交流 。所以 ，一个地
方艺术氛围浓郁， 拥有代表性的文艺团体和
艺术人才，更能促进对外交流 、对外开放 。省
委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文化的
交流和开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衷心期待， 长沙交响乐团能够茁壮成
长。 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关心支持文化建设发展，
让新时代的湖湘文化出新出彩、行稳致远。祝愿
长沙成为国内外越来越有影响的文化艺术之都。

为长沙交响乐团喝彩
———四论在新起点上彰显长沙省会担当

新时代改革再出发
的重要里程碑

———写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周年之际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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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周年述评

■新华社长篇通讯

在伟大的时代变革中彰显法治力量
———湖南省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年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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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2019长沙新年音乐会在长沙音乐厅奏响，为市民们奉上一道艺术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12月 29日晚在国家大剧院举行的
2019年新年戏曲晚会上，岳阳巴陵戏精
彩亮相，与青阳腔、山西道情剧、江苏通

剧、浙江甄剧、淮海剧、黑龙江二人转、
云南彝剧一道， 代表全国300多个地方
剧种， 携手共同演绎开场节目《百戏贺
岁》。 荩荩（下转3版③）


